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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条例》
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高点对标，答好高质量发展考题
——昆山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异地调研采访综述

省人大民宗侨委来昆调研
本 报 讯 （记 者 金 晶 占 长
孙）8 月 8 日~9 日，省人大常委
会民族宗教侨务委员会主任朱晓
明一行在苏州市人大常委会相关
工委负责同志陪同下，来昆开展
《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
条例》立法准备工作调研，这也标
志着条例起草工作正式启动。昆
山市委书记杜小刚，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周旭东接待了调研组一
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雪纯，
副主任皇甫觉新，党组成员张玉
林、沈清等参加调研。副市长李
文汇报了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
试验区发展情况。
据了解，今年 6 月，省委常委
会审议通过了《江苏省人大常委
会 2018~2022 年立法规划》，其
中《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
区条例》被列为正式项目，将在本
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提请审议。
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于
2013 年 2 月 3 日由国务院正式批
复同意设立，5 年来开展了一系
列具有原创性的试点试验，积累
了一批可供复制推广的有益经
验，形成了部省际联席会议等持

续推进试验区建设发展的平台和
机制，成为联结两岸、共商合作、
深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通过省级
立法，昆山试验区将推动思想再
解放、改革再出发，破解管理体制
机制障碍、行政管理资源不足等
方面的约束，创新金融投资政策，
促进两岸产业合作，开拓更加广
阔的发展空间，创造一流的法治
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实现两岸经济、文化、社会交流合
作的新发展。
朱晓明说，
《昆山深化两岸产
业合作试验区条例》列入省人大常
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中，
既有基础，
又恰逢其时。在条例起草过程中，
要进一步明确重点、厘清步骤，
以
问题为导向，体现改革方向、体现
高质量发展、体现两岸和平统一，
在三级联动、统分结合的基础上，
有序推进条例起草工作，
最终将形
成一份高质量的条例文本。
在昆期间，朱晓明一行还现
场调研了彰化银行、友达光电、
慧聚寺广场，并在市台协召开座
谈会，孙德聪等台商代表作了交
流发言。

这是一次对标找差、开阔眼界
们拿出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走好新
的新闻行动，
也是一次求取真经、追
时代的“赶考路”，
当好新时代的“答
做好高质量发展榜样，
就要跳出 赶超越的收获之旅。
卷人”。南山、罗湖、平潭的探索与
“只缘身在此山中”
的狭隘视野，
把昆
7 月末，昆山庆祝改革开放 40
实践，
正给昆山发展以启示和感悟。
山放到更大的坐标系中去考量，
对标 年异地调研采访组辗转两省三区，
打响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
上海补短板，
对标深圳找差距，
对标 深入深圳市南山区、罗湖区，
福建省
的南山区，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高
雄安提质量，
对标前辈振精神，
努力 平潭综合实验区，访园区、进企业、 度契合，
与时代浪潮同频共振，
坚持
在对标找差中打造特色亮点，
形成有 看创新，
一路采访，
一路学习。
以市场导向引领科技创新，以科技
声有势、
有声有色的生动局面，
从而
调研采访的目的之一是改革开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施“科技创
不断开辟昆山高质量发展新境界。7 放再出发。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
新+总部经济”两大战略，努力实现
月末，
昆山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异地 年，
昆山是改革开放先行区之一，
需 “世界级创新型滨海中心城区”目
调研采访组，
赴深圳市南山区、
罗湖 要秉承和发扬“昆山之路”精神，强
标，这为昆山打造国家一流产业科
区，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等改革 化“接力”意识，让“昆山之路”越走
创中心，
形成科技创新策源地、人才
开放先进地区调研采访、对标找 越宽广。目的之二是对标找差补短
差。本报今起推出“在对标找差中 板。进入新时代，昆山仍然需要借
打造特色亮点 开辟昆山高质量发展 鉴先进地区的经验，转化为推动昆
新境界 ”
栏目，
充分展示南山、
罗湖、 山发展的实用之策，
实现补短板、固
平潭的发展成就，阐释其创新发展 底板、树样板。目的之三是推动高
的内在经验，为昆山更快更好推动 质量发展。当前，昆山正处于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迫切需要我

开栏的话

在对标找差中打造特色亮点
开辟昆山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关爱送到一线
保障职工健康

位于高新区的通力电梯
工业园，占地 24 万平方米，
是一座集研发、生产、物流、
培训、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
世界级现代综合技术园。今
年上半年，通力电梯有限公
司完成销售收入 91 亿元，纳
税 5.7 亿元。
图为通力电梯生产车
间。
记者 顾 洁 摄

市领导开展夏季高温慰问
本报讯（记者 宋桂昌）连日
来，昆山持续高温，
广大职工依然
奋斗在一线。昨天下午，市委副
书记张月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赵坤元深入一
线慰问职工，为他们送上亲切的
问候以及防暑降温用品，向全市
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
表示衷心感谢。
在昆山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工地，张月林与建筑工人们亲切
握手，感谢他们为昆山城市建设
所付出的努力，叮嘱他们注意防
暑降温，并要求施工方科学合理
安排作息时间，细致关心职工生
活，切实保障广大一线劳动者的
身心健康。随后，张月林一行来
到昆山市公安消防大队，送上防

暑降温用品，向为城市保驾护航
的官兵表示慰问，希望他们为确
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保障全市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新贡献。
今年，市总工会深入开展夏
季高温期间劳动保护工作，一方
面围绕防暑降温措施落实、高温
津贴发放、防暑降温集体协商、高
温健康体检等内容开展监督检
查，另一方面深入开展职业健康
关爱行动，通过夏季安康“三送”
活动，为高温作业职工送清凉、送
安全、送法律；通过
“安康·爱心驿
站”建设，为环卫职工、外卖送餐
员、快递员、交通巡警等户外劳动
者提供休息场所，提供防暑降温
用品和其他服务等，切实保障职
工身体健康和企业生产安全。

成就游客心目中的
“诗和远方”
旅游度假区、市旅游局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构建全域旅游全新“版图”

企业发布技术需求
专家提供解决方案

上半年成绩单
全市接待游客 994.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0%；实现旅游收入
139.66 亿元，
同比增长 7.92%。

第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昆山）暨首届长三角国际创
新挑战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史 赛）
“企业
发布技术需求，专家提供解决方
案。”昨天下午，第三届中国创新
挑战赛（昆山）暨首届长三角国际
创新挑战赛在我市启动，将通过
揭榜比拼的方式，向具有技术需
求的企业提供解决方案。据悉，
当天发布企业技术需求 223 项，
涵盖光电、半导体、生物医药、智
能制造等产业领域。
中国创新挑战赛是国家科技
部为推动成果转化开展的国家级
赛事，
是针对企业具体技术创新需
求，揭榜比拼，面向全社会公开征
集解决方案的创新众包服务活
动。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我市首次
承办中国创新挑战赛，
具有鲜明的
昆山特色。在需求征集方面，
围绕
光电、
半导体、
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
等领域，挖掘企业技术需求；解决

方案征集方面，以
“老师老板面对
面”
形式，
组织企业赴大院大所、
邀
请专家到企业进行交流，
提高供需
对接成功率。此外，需求方与解
决方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或认
定为我市新型研发机构的项目，
我市将以科技创新券的形式，最
高予以 300 万元的奖励和支持。
昆山抢抓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机遇，同时举办首届长
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积极承接
上海科创资源，深化与上海大院
大所名校的产学研合作，打造科
技成果转化
“最佳试验场”
。
据介绍，
今年以来已开展产学
研活动 83 场，摸排技术需求 323
项，
达成合作意向111项。特别是
在对接上海创新资源方面，
促成了
中科院花桥科创育成中心等一批
人才科创项目在昆落地。

全国推广

本报讯（记者 吴阳辉）8 月 9
日上午，旅游度假区、市旅游局召
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市委十三届
五次全会精神。会上，昆山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市旅游局局长
程文荣要求全体人员迅速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十三届五次全

会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
全会对旅游工作的最新要求，全面
强化“ 忠诚、责任、落实、创新、清
正”新时代昆山党员干部特质，围
绕全域旅游建设、对接融入上海、
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等工作，在思想
大解放中汲取新动能，奋力推动昆

上半年成绩单
上半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7.02 亿元，同比增长 6.9%；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 16.27 亿元，增长 16.7%，完成年计划的 54.2%；工业总
产值 242.71 亿元，增长 7.2%，完成年计划的 51%；服务业增加值 47.02
亿元，增长 10.1%，完成年计划的 43.1%；固定资产投资 25.82 亿元，完成
年计划的 44.5%；到账外资 3800 万美元，完成年计划的 95%；进出口
总额 8.1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2%。

【A3】

—贯彻落实市委十
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精神
三届五次全会精神
值班总编：曹 勇

旅游线上线下总入口等重点基础
性工作，尽快出成果、出形象。同
时 ，全 面 落 实 苏 州 市 创 建 国 家 全
域旅游示范区涉及昆山的各项任
务 要 求 ，确 保 在 苏 州 市 创 建 验 收
过程中走在前列。
继续加大对接融入上海工作
力度。按照今年昆山国际文化旅
游节上与上海青浦区、嘉定区签订
的旅游合作框架协议，制定月度对
接计划并实施。与青浦区的对接，
重 点 是 做 好 环 淀 山 湖 区 域“ 一 张
图”
拼接工作，
▶下转 A4 版

周市镇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形成“12345”攀登新台阶“路线图”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批示肯定千灯庭审新模式

社址：昆山市前进西路 148 号

山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全域旅游”建设三
年提升工程。旅游度假区、市旅游
局将继续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围
绕 5 大类 25 项重点工作任务，按照
分 解 细 化 的“ 时 间 表 ”
“任务书”
“ 路线图”，以“ 主人翁”的态度和
“ 钉 钉 子 ”的 精 神 ，一 项 一 项 落 实
推 进 ，确 保 今 年 的 目 标 任 务 高 质
量完成，为今后两年工作开好局、
起好步。特别是抓紧抓实旅游标
识标牌、旅游风景道、
“ 昆山有礼”
旅游商品、奥灶馆周庄门店、昆山

“五大行动”描绘
“美丽幸福周市”

解放思想勇争先 改革开放再出发
为做好高质量发展
为做好高质量发
展榜样而拼搏奋斗

主管单位：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邮发代号：
27-86

创新创业首选地、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集聚地提供借鉴。
罗湖区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
也是金融创新的沃土，抓住粤港澳
大湾区战略发展机遇，率先突破土
地、资源、人口、环境等发展瓶颈，
践
行新城市主义，以城市更新释放优
质产业空间，以创新金融引领筑就
经济强区，这为指引昆山促进科技
与资本联姻、企业与金融携手、人才
与产业融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能力提供路径。
▶下转 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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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刘 馨）8 月 8
老、文化、体育“五项服务”，全力推
日，
周市镇召开半年度工作会议，
传
进美丽幸福周市建设。
达贯彻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精神。
“站得高”
方能
“望得远”
。围绕
周市镇党委书记陈建中表示，全镇
18 项三年提升工程这一条工作主
上下将突出问题意识，坚持效果导
线，周市镇列出“时间表”、绘出“施
向，
以思想大解放之勇，
争高质量发
工图”
，努力实现
“一年见成效、两年
展之先。作为北部新城主体、经济
大变样、三年大提升”
的目标。
发展重镇，周市镇提出，要大力实
围绕
“两项改革”
，
下半年，
周市镇
施“12345”五大行动，立足 18 项三
将继续稳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
年提升工程这一主线，深化推进经
理体制改革，力争 10 月底前完成机
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
构、
人员、
职能的整合。同时，
还将以
经分开”两项改革，打好创新转型、 “政经分开”
改革为契机，
全面推进乡村
城市更新和精准扶贫“三场战役”， 振兴，
在产业、
人才、
生态、
文化、
组织五
牢牢守住安全、环保、稳定、廉政
“四
个方面排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项目，
条底线”，升级推进教育、医疗、养
尽快补齐拉长短板。 ▶下转 A4 版

新闻热线：57509195 广告投放热线：
57509188 本报法律顾问单位：
江苏王建华律师事务所

@昆山日报

